
產品資料表 

Pure Storage 

FlashArray//C 
透過容量最佳化的儲存方案，整合、保護資料，並加快資料處理速度。 

Pure Storage® FlashArray//C 為您提供全快閃 NVMe 的絕佳效能來

整合不同的應用環境。您可獲得無可比擬的資料保護，而且總體擁有

成本（TCO）相較於混和式儲存裝置更低。 

時至今日，多數的商業關鍵程式皆搭載高效能的全快閃儲存陣列，但有些容量導向的

應用程式仍在使用混合閃存和老舊系統。這些過時的系統作業面臨著可能隨時中斷的

風險，而且操作複雜、缺乏現代化資料服務。 

FlashArray//C 為容量導向的應用程式提供 100% NVMe 全快閃儲存方案，可滿足測

試 及 開 發 的 工 作 負 載 、 多 點 災 害 復 原 ， 與 資 料 保 護 。 企 業 可 輕 鬆 透 過 Pure 

ActiveCluster™ 完全對稱式雙主動雙向同步複寫功能，使業務暢通，實現零 RPO，

以及藉由自動透明化故障轉移達成零 RTO，並同時支援光纖網路（FC）與 TCP/IP 網

際網路通訊協定。 

NVMe 透過光纖網路傳輸，可視為 NVMe-oF 網路前端傳輸的一環，採用光纖網路的

企業可受惠於效能大增的優點。在同一 FlashArray//C 上，光纖 NVMe 及光纖小型

電腦系統介面（SCSI）可共存於不同的通訊埠，精簡資料移轉過程，打造端對端

NVMe 解決方案。 

有了 FlashArray//C，您只需 3U 至 9U 的機箱，即可擴增有效儲存容量至 7.3PB。 為

本機高負載應用程式達成最佳成效與最大彈性，並輕鬆連接雲端。Pure Evergreen™ 

則實現了效能、容量與功能同步升級，而且不中斷營運。 

全快閃儲存方案為企業應用程式帶來簡易、高效能又豐富的資料服務。現在，容量導

向的應用程式也可大大受惠。採用 Purity 的儲存操作介面，Pure Storage 為您提供全

方位的解決方案：FlashArray//X 適用效能優化的應用程式，FlashArray//C 適用容量

優化的應用程式。 

穩固可靠的使用體驗 

全快閃的 NVMe Evergreen Storage™ 

幫助您資料減量，打造 99.9999% 的高

可用性、即時性副本，與雲端可移轉 

性。 

超整合儲存空間 

整合海量資料存儲，提供 3U、6U、

9U 機箱規格，可達 7.3PB 有效容量

（1.9PB 原始容量）。 

內建對稱叢集 

ActiveCluster 可達 RPO 與 RTO 雙零

的成效，易於操作，而且功能內建，

不需額外成本。 

更優異的總體擁有成本（TCO） 

既擁有混和式儲存裝置的經濟效益，

又能減少營運開銷、電力、冷卻、資

料中心等實質成本。 

https://www.purestorage.com/tw/solutions/infrastructure/business-continuity.html
https://www.purestorage.com/tw/solutions/data-protection/enterprise.html
https://www.purestorage.com/tw/products/staas/evergreen.html
https://www.purestorage.com/tw/products/staas/evergreen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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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 Pure FlashArray//C 的運用情境： 

• 整合工作負載 

• 資料保護與災害復原 

• 基於原則設計的虛擬機器（VM）分層架構 

• 多重雲端測試／開發 

• 使用者檔案共享 

 

超整合大型資料存儲 

Pure FlashArray//C 儲存密度精實，容量從 636TB 到 7.3PB 皆有，僅需 3U 至 9U 的機箱規格，透過 100% NVMe 儲存解決方案提供不

中斷營運的效能表現。現在，您可將所有測試／開發、非必要虛擬機器、資料保存／災害復原以及所有其他容量最佳化的應用程式全部

整合到單一陣列。IT 部門可從此簡化基礎設施、排除繁複的資料孤島，進而在多點異質的磁碟空間內部署相關的應用程式。 

 

  

圖1：FlashArray//C 的運用情境** 

圖2：FlashArray//C60 的容量擴充 

全QLC FlashArray//C的 運用情境 

資料保護與災害復原 整合工作負載 基於原則設計的VM分層
架構；多重雲端測試／開
發 

使用者檔案共享 

https://www.purestorage.com/tw/products/nvme/flasharray-x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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極簡化設計 

FlashArray/C 可實現全面簡化，使用者參與設計，讓硬體、軟體和雲端管理的順暢運作。 

簡化設計包含： 

• 單一盒裝，安裝僅需 30 分鐘，不需手動設定（由 Pure Professional Services 或合作夥伴進行安裝） 

• 資料減量的端到端加密 

• 無須性能優化 

• 自動化 API 

• 僅需六條線 

• AI 驅動的雲端管理 

• 內含所有陣列軟體 

• 主動支援 

雲端式管理 

透過強大的全端分析和 AI 驅動的 Pure1 Meta™，Pure1® 平台提供簡易的雲端管理和輕鬆的預測支援。Pure1 集中提供各地備份的快照

目錄集，無論是其他機上的 FlashArray™、FlashBlade®、NFS，或是像 Amazon S3 的公有雲皆可適用。 

 

  

圖3： Purity//FlashArray 的功能特點 

https://www.purestorage.com/tw/products/storage-management/pure1.html
https://www.purestorage.com/tw/products/storage-management/pure1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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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urity：FlashArray 的軟體定義核心 

Purity 為 FlashArray 提供豐富的企業級資料服務、DirectFlash™ 全球快閃儲存管理，以及隨版本更新的 Evergreen™ 儲存方案。 

ActiveCluster™支援業務不中斷，並為災害復原設計，囊括 QoS、VVols、NVMe-oF、NFS 快照備份、Purity CloudSnap™及

EncryptReduce 等新功能，皆可支援 Purity 暢通升級，不需中斷營運。Purity 儲存服務、應用程式介面（API）和進階資料服務皆已內

建於每個陣列中**。 

DirectFlash 

FlashArray 設計超越了將快閃記憶體作為傳統固態硬碟（SSD）的架構。反之，DirectFlash 透過 NVMe 協定，並利用 NVMe-oF 直接

與原始 NAND 溝通。 

DirectFlash 內含多個元件： 

DirectFlash 軟體（DFS）：DFS 管理全球陣列的 I/O，實現更快、更高效的架構。 DFS 提供完善的 I/O 排程與效能管理。透過减少傳

統 SSD 架構中經常出現的慢速 I/O 操作，使 I/O 更加穩定，減少平均延遲時間。 

DirectFlash 模組（DFM）：DFM 是 Pure 設計的快閃記憶體模組，透過 NVMe 將原始快閃直接連接到 FlashArray 儲存。DFM 只是

原始快閃，與傳統 SSD 架構使用快閃控制器或快閃記憶體轉換層不同。此設計消除了許多傳統儲存架構中 SSD 的效能障礙。 

DirectFlash 擴充櫃：DirectFlash 擴充櫃位於陣列機箱外部，用於擴充 FlashArray//C 的非揮發性記憶體儲存(裝置) (NVMe)容量。它

是透過 NVMe-oF 協定，使用融合乙太網的 RDMA（RoCE），利用每秒 50GB 的乙太網路連接至機箱。隨著快閃記憶體密度提升和新

機型上市，例如 SCM、QLC 等，該擴充櫃能夠支援不同容量的 DFM。 

DirectFlash Fabric：DirectFlash Fabric 透過共享存儲實現企業級的可靠度和資料服務等附加好處，相對於 DAS 大幅降低了網路延

遲。NVMe-oF 支援透過快速網路在儲存控制器和主機之間進行大規模優化，這使 DirectFlash Fabric 能夠提供更優異的效能與效益，

包括主機 CPU 卸載的優勢。 

Evergreen Storage 方案 

Evergreen Storage 一旦部署安裝，便可享有持續創新的效益，您可以隨時擴充、提升效能、容量、密度及／或功能，壽命長達十年以

上，並且不會有停機時間、使用效能或資料搬遷不受影響。透過 FlashArray 模組化無狀態的架構，Pure 在產品設計上已將未來技術的

相容性納入考量。這意味您可隨時升級不中斷，擴展既有設備。Evergreen 之中的 Free Every Three 和 Upgrade Flex 等方案，讓您在

升級控制器時享有靈活擴展與現代化體驗。 

隨著系統擴展，容量整合方案可以使儲存系統保持現代化與高密度狀態。有了 Evergreen Storage，您無須重新購買既有的儲存空間。

即能持續擁有歷久不衰、現代化、高密度的儲存設備，且始終滿足您的業務需求。Pure 透過產品（CAPEX）形式，或 Pure 即服務的組

合服務（OPEX）形式，提供獨特的核心解決方案。

https://www.purestorage.com/tw/products/storage-software/purity.html
https://www.purestorage.com/tw/solutions/infrastructure/business-continuity.html
https://www.purestorage.com/tw/products/storage-software/purity/store.html
https://www.purestorage.com/tw/products/storage-software/purity/store.html
https://www.purestorage.com/tw/products/staas/evergreen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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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術規格 

*有效容量已假定HA、RAID及中繼資料額外負荷、GB至GiB轉換等情況，並計入隨時連線的內嵌重複資料刪除、壓縮及模式刪除等資料減量效

益。 平均資料減量以 5:1 計算，未包含精簡配置的狀況。 

 

其它資料 

• FlashArray//X 產品資料表 

• Purity 產品資料表 

• Pure1 產品資料表 

• ActiveCluster 

**軟體上線後的一般可用版本並不包含所有功能。 

 

 

 容量 機箱規格 

//C40 

高達 1.9PB／1.4PiB 有效容量* 

高達 494TB／449TiB 原始容量 

3U 

滿載 97.7 磅（44.3 公斤） 

5.12 吋 × 18.94 吋 × 29.72 吋機箱 

//C60 

高達 7.3PB／6.6PiB 有效容量 

高達 1.9PB／1.7PiB 原始容量 

3U-9U 

滿載 97.7-185.4 磅（44.3-84.1 公斤） 

5.12- 18.94 吋 × 18.94 吋 × 29.72 吋機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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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purestorage.com/tw/docs.html?item=/type/pdf/subtype/doc/path/content/dam/pdf/zh-tw/datasheets/ds-flasharray-x-zh-tw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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